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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小雨
偏北风2- 4级

C22 31
大雨转小雨
偏北风2- 4级

C25 35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同呼吸
5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1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巴中、广元、乐山、眉山、雅安、康
定、攀枝花、绵阳、德阳、西昌、达州、南充、广
安、宜宾、遂宁、内江
良：资阳、泸州、自贡

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别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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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90期
开奖结果：03、06、15、22、35、09、11，一等奖1
注，每注奖金1千万元。一等奖追加0注；二
等奖48注，每注奖金223443元。二等奖追加
17注，每注奖金134065元；三等奖548注，每
注奖金7919元。三等奖追加151注，每注奖
金4751元。（40.07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10期开奖结
果：911 直选：8761（304）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10033（464）注，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627.2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10期开奖结
果：91116 一等奖：67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07期：

133133311300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07期：

31000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07期：

3303111110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210期开奖结果：256，单选1130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2547注，单注奖金173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传销窝点
仍在“游击战”

李文星“殒命水坑”

本报记者暗访报警解救一人

李文星之死，又一次戳
中“传销”这个社会痛点。但
同时，也让人心生疑问：传销
组织是否仍“盘踞”天津静
海？是否还有与李文星年龄
相仿的年轻人身陷其中？

8 月 4 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在天津市静海
区暗访发现，李文星之死，并
未给继续“盘踞”静海的传销
组织带来“惊慌”：当天下午，
距离李文星殒命的水坑直线
距离两公里处，梁头镇东贾
口村境内，仍有一个传销窝
点“蜗居”在地沟里。聚集人
员年龄结构，与李文星完全
相近，全是一些 20 岁左右的
年轻男女。面对接到举报赶
来的警察，这些年轻人不仅
上演“游击战”，还“杀回马
枪”返回窝点……

暗访·偶遇
肩扛水桶钻进玉米地

离开李文星殒命的水坑，
朝东，驱车去梁头镇方向。

离开前，便有本地居民举
报称，在东贾口村境内，有传
销人员聚集。“具体藏在哪里，
不知道，但那里肯定有。”举报
者十分肯定。

进入东贾口村，村口理发
店老板娘回应称，传销人员确实
有。不过，这些人不会聚集在村
里。建议去村外的树林看看。

出村，已是下午 1点 20
分许。车正准备驶进高速路
下穿隧道时，前方正行走四位
男子。其中三人手拎塑料袋，
袋中装有馒头等食物。一人
肩扛着一桶纯净水。

车从四人旁边驶过。从面
孔上看，都很年轻。“这几人，是
不是搞传销的？”和记者一样，
开车的宋师傅心生疑问。从后
视镜，记者发现，四人行走了一
会儿，便左转进入一条小路。
时逢玉米即将成熟期，四人进
入小路后，便不见了踪影。

记者返回东贾口村，找到
村里唯一一家小卖部。老板
娘告诉记者，四人在小卖部买
了馒头等食物，刚离开。“从口
音判断，他们全是外地来的，
是搞传销的。”

与老板娘的答案一样，长
期在村外河沟附近放羊的一
位村民同样证实称，这几人是
搞传销的。具体窝点就在村
外一片玉米地外的河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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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趁机改“送”为“租”
事实：故意忽略熊猫海外生存状况

BBC说，1950年代起，中国向美、英
等国赠送了大熊猫。而从1984年起，中国
不再继续赠送大熊猫，改为“租借”。

“白送”变成“租借”，BBC的语气中散
发着浓浓的不满。

视频中给出的原因说，“租借”的背景
（原因）是“大熊猫身价飞涨”……

但是BBC“隐去”的事实是，上世纪80
年代之后，中国大熊猫生态环境恶化，大
熊猫数量急剧减少。

同时，BBC“选择性忽略”了当时大熊
猫的护理条件和海外生存状况。

大熊猫的寿命一般为25年左右，早先
出国的大熊猫多数死于肠胃消化系统的
病变和生理紊乱性的疾病。“兰兰”和“康
康”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去世；在美国的“兴
兴”也因患有睾丸癌、晚期肾脏病等疾病，
接受安乐死。

中国出于对大熊猫的保护和对物种繁
衍的长远考虑，停止向外赠送大熊猫。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
等经过研究，达成了一项沿用至今的协议：
中国送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

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以期能更好
地照顾海外的大熊猫，保护这个种族。

BBC：中国“垄断”大熊猫
事实：出于熊猫族群繁衍考虑

BBC等外媒还质疑，中国在“垄断”大
熊猫，比如在租借地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属
中国财产，须送返中国。

其实，根据租约，外国完全有权利续
租熊猫幼崽，而许多国家正是考虑到抚养
幼崽成本高因此主动放弃续约的，并不是
在中国的“强制要求”下做出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熊猫宝宝在两岁后独
立，必须与父母分居，否则可能相互排
斥。且在国外的大熊猫缺少熊猫族群，为
了更好地繁衍，熊猫宝宝需要在成年后回
国参与繁育计划。

如此看来，并非是中国刻意“垄断”，
而是基于外国自愿以及为熊猫宝宝乃至
族群的繁衍考虑而做出的决定。

外媒：熊猫是中国赚钱工具
事实：有外国动物园股价翻倍

还有声音指责说，大熊猫仿佛成为了
一个为中国赚取金钱、谋取利益的工具。

中国利用大熊猫获得高额租金并“换取”
外国的资源技术、贸易协定。

租金看起来高昂，但是每年100万美
元的租金并非是中国攫取来“享受”的，而
是用于中国大熊猫保护与培育。外国出
钱的同时，作为合作计划的另一方，中国
为此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今年7月初，旅德大熊猫“梦梦”与“娇
庆”首次亮相柏林动物园，仅第一个周末
就有3万游客前去一览这对“大明星”的风
采。2014年前往比利时的大熊猫“好好”
和“星辉”甚至还一度引发了“到底熊猫去
北部还是南部”的“小紧张”。在它们抵达
后，作为上市公司的天堂动物园股价一年
就翻了一倍。

大熊猫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利
润，更重要的是，给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
的喜悦和满足。

所以，这笔账你们真的要算吗？
中国将国宝送到他乡、中国和其它国

家在资源技术、经贸往来中开展合作……
这些都是两国交往交流、发展共赢的具体
体现。

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宣扬大熊猫
“换利”这种思维，是谁太刻意、太天真？

据新华社客户端

中国国宝被外媒质疑是赚钱工具和置换筹码

新华社：请不要再伤害我们的熊猫了
前段时间，英国广播公

司（BBC）发布了一篇名为
《熊猫外交：中国最萌和平大
使？》的稿子。

资料画面收集得不错，
煞费苦心地还整了中文字幕
版。但看完标题，就想问“和
平大使”后面的问号是几个
意思？

李文星之死，并未给继
续“盘踞”静海的传销组织
带来“惊慌”，面对接到举报
赶来的警察，这些年轻人不
仅上演“游击战”，还“杀回
马枪”返回窝点……

江西乐平冤案4名被告人
将各获227万余元国家赔偿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分别向乐平冤
案4名被告人送达该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
书。根据这赔偿决定书，江西高院将向方春平
等4人分别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227万余元。

记者了解，今年6月8日、7月5日，赔偿请
求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黄志强以其被再
审改判无罪为由，分别向赔偿义务机关江西高
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江西高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
程序的规定》，与各赔偿请求人进行了充分协
商，就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达成了协议。

据介绍，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黄志强
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
江西高院于2006年5月31日作出（2005）赣刑
一终字第02号刑事判决，判处方春平、程发根、
程立和、黄志强4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
年12月21日，江西高院作出（2016）赣刑再1
号刑事判决，撤销之前江西高院和江西省景德
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刑事判决，宣告方春
平、程发根、程立和、黄志强等4人无罪。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梁波

暗访·对话
自称是野营的城里人

年轻人、河沟、树林、买馒头吃。几个
线索均指向同一情况：刚才偶遇的四位年
轻人就是传销人员。

于是，记者决定前往村外玉米地外的
河沟，作进一步求证。

为不引人注意，记者租借了一辆三轮
车。大概行驶了十来分钟，便来到两块空
地附近。有村民悄悄告诉记者，刚才四个
人，就在两块空地之间的地沟里。此时此
刻，正在吃东西。地沟极其隐蔽，灌木丛
将其完全遮挡。再往外，是一条河沟。河
沟边，栽种的树木，也正好是天然遮挡
物。河沟对面，是一条高速公路。

穿过空地，记者来到地沟边，眼前情
景正如村民所述，地沟被简易搭建成了一
个窝棚。顶上扯了一张塑料布用于遮
挡。地上，铺放着席子、棉被等。沟里，除
一人站着，还有几个人东倒西歪地坐着，
一边说笑，一边吃东西。在沟另一侧边坎
上，两男一女坐在地上。女子打着伞，正
吃着刚带回来的食物。记者粗略数了一
下，人数十人左右。

记者问：“你们是哪里人？”
站立的男子赶紧回答：“我们是城里

的。”
“在这里干嘛呢？”
这位男子继续回答：“野营的。”
一问一答时，其余人员没有插一句

话。但当记者离开时，沟里传来调侃的问
答声：“哪里的？”“城里的。”“干嘛呢？”“野
营的”……

重复两三遍后，笑声传来。
记者随后于下午2点，拨打了110报

警电话。自称是静海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与记者取得联系。并与记者约定，先在东
贾口村委会碰头。

记者于是乘坐三轮车，朝东贾口村返
回。在途中，又遇到一位光头年轻男子。

他骑一辆共享单车，朝地沟方向骑去。据
村民指认，此人同样是聚集地沟里的传销
人员。

暗访·报警
被反侦察仅解救一人

下午2点20分，记者与民警在东贾口
村委会门口碰头。下午2点30分左右，在
记者带领下，两位民警和两位协警，来到
这处窝点的附近。

“他们人有点多，暂时不惊动他们。
我马上与局里联系，请专业打击传销的同
事过来支援。”其中一位民警的提议，得到
了其他人的同意。于是，大家又回到车
里，等待支援的同时，守株待兔。

大概过了不到十分钟，一位民警突然
告知记者，地沟里的人，全部朝南边跑
了。他的同事已追过去了。原来，就在警
察等待支援期间，不知是什么动静，引起
了地沟里人的警觉。“他们的反侦察能力
很强，这也是我们在打击传销时，所遇难
度之一。”一位民警说。

下午3点42分，曾通过手机与记者联
系的民警，回电告诉记者，现场解救了一
人。至于其余人员，这位民警没有透露更
多信息。

这位民警回电之时，记者正好来到天

津市公安局静海区分局。在门口，记者被
身着特警服的保安拦下。随后，记者通过
门卫值班电话，与一位自称是宣传工作人
员的男士通话了解情况。该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如需采访，请与市公安局宣传处
联系。记者提出希望告知联系方式时，这
位工作人员回应：“请通过114查询。”

暗访·查看
有四名男子杀回马枪

警察去追撵时，地沟窝点已没了人
影。记者在窝点里发现，沟里人离开得非
常匆忙，不仅没将馒头、杂菜、锅巴等食物
带走，充电宝、洗漱用品和上衣外套等物
件，也没来得及带走。离地沟不远处，那
辆被光头男子骑来的摩拜单车，也停放在
杂草丛中，烈日树荫下，显得孤零突兀。

正当记者俯身查看地上纸片类物件
时，突然感觉背后传来很轻的脚步声。起
身回头，发现有两位年轻男子，距离记者
不到10米距离。闻听记者呵斥，两名男子
赶紧称，他们回来看看，然后迅速钻进了
玉米地，消失了。

而当记者朝大路走去时，又有两名男
子通过大路朝地沟走来。发现记者，他俩
赶紧转身朝回走了一段，也很快钻进了玉
米地，身影瞬间被超过人高的玉米淹没了。

这处窝点捣毁情况如何？8月4日晚
9点30分和9点35分，记者连续两次拨打
曾与记者联系民警的手机，令人遗憾的
是，对方没有接听。

随后记者登录“权威媒体·天津门
户”——天津北方网，8月4日下午3点45
分刊发文章《打击传销组织，天津一直在
行动》。文章称，“自今年以来，本市经侦
部门确定了重点并开展专项工作，出动警
力820余人次，破获传销犯罪案件81起，
刑拘252人，逮捕103人、直诉10人，清理
窝点168个，遣散1160人，解救被骗参与
传销人员160名。”

记者路遇4名年轻男子，据村民称其皆为“传销人员”。


